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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同舟搏激流
———茶陵县防汛抗灾保卫战纪实

戴 鹏 尹旦警

灾难是一次特殊历练， 更是一种
精神洗礼。

这个夏天，对千年古城茶陵来说，
注定不同寻常。 7 月上旬，茶陵连续遭
受暴雨袭击,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 6
至 9 日 ，72 小时茶陵本站降雨量达
374.8 毫米， 创任意三天累计降雨量
历史极值，在此轮降雨中居全省第一。

历史纪录的强降水， 带来的是洪
涝灾害： 茶陵县境内江河湖泊水位暴
涨，洣水茶陵段相继超过警戒水位、保
证水位，直逼历史最高水位；城区渍涝
严重，数处被淹；18 个乡镇全部受灾，
道路桥梁被毁。

危急时刻， 全县党员干部第一时
间站了出来，紧急奔赴防汛抗灾一线，
抢修水毁道路，转移被困群众，巡查水
库河坝，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党员干
部值守。

灾情、险情牵动了各级领导的心。
国家防总秘书长、 水利部副部长兼应
急部副部长叶建春率工作组到茶陵县
检查指导抗灾。 省委、省政府领导对包
括茶陵县在内的株洲全市防汛救灾工
作给予悉心指导。 副省长陈飞，省水利
厅厅长颜学毛，株洲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毛腾飞，市委副书记、市长
阳卫国等先后来到茶陵， 指导防汛救
灾、除险加固、群众避险安置等工作。

洪水肆虐， 但冲毁不了茶陵人民
的坚强意志。 在党中央、省委省政府、
株洲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茶陵
县众志成城，筑起心连心的铜墙铁壁，
凝聚起无难不克、 无坚不摧的强大力
量。

保卫茶陵，保卫家园！ 在这场抗击
历史罕见特大洪水的保卫战中， 茶陵
全县上下勠力同心，与洪魔鏖战，同时
间赛跑， 取得了防汛抗灾工作的阶段
性胜利， 谱写了一曲曲力挽狂澜的英
雄赞歌。

7 月 15 日，骄阳似火，炙烤着温柔静
谧的洣水河。

高温让人难以忍受，但对于近 10 天
来奋战在防汛一线的茶陵人来说，此刻的
天气，似乎也有着它“可爱”的一面。

时间定格在 7 月 6 日 20 时， 天空，
忽然像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如注的暴雨从
天而下。一场持续特大暴雨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向茶陵袭来。

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
山洪爆发，洪水如猛兽一般，朝着良

田、塘坝、村庄、集镇汹涌而来。河水泛滥，
山体滑坡，房屋倒塌，农田被淹，道路受
阻、桥梁冲毁、电杆倾倒……9 天的时间
里，茶陵县先后两次遭受罕见的特大强降
水过程。 监测数据显示，全县平均降水量
310.6 毫米，县城累计降水量 483.1 毫米。

洪水肆虐，一片汪洋；所到之处，一片
狼藉！

水库告急！ 茶陵全县有 5 座水库、
372 处 38.9 公里堤防被洪水损坏； 护岸
损坏 426 处，水闸损坏 21 座，冲毁塘坝
435 座、损坏灌溉设施 936 处、损坏水文
测站 5 个，损坏机电泵站 35 座，损坏水电
站 1 座； 龙头水库坝前水位最高达
206.27 米，主坝出现裂缝，威胁下游数千
群众。

电力告急！ 因暴雨、山体滑坡等造成
10 千伏线路和 400 伏线路停运共计 124
条，倒杆 128 基，断线 110 处，共计停电
台区 945 个，影响用户 88750 户。

交通告急！茶陵全县各级公路上下边
坡垮塌方 17.0866 万立方米，挡土墙损坏
2.3576 万立方米， 路基损毁 50.5664 万
立方米，路面损毁 4.144 万平方米，安防
设施损毁 2268.1�米， 桥梁全毁 1 座，局
部损毁桥梁 10 座，冲毁码头 2 座。

集镇告急！茶陵县境内洣水、文水、沤
江两岸集镇纷纷遭受过境洪峰袭击；洣水
河相继超过警戒水位、保证水位，直逼历
史最高水位；沿江风光带被快速流动的洪
水淹没，路灯只剩一截在水面；城郊的小
车村，大面积的蔬菜大棚淹没在滚滚洪流
中，许多房屋被洪水包围。 村民郭陈铭告
诉笔者，路上洪水已经齐腰。

损失惨重！全县 18 个乡镇（街道）、办
事处 8.7 万人受灾，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7799 人，倒塌农房 76 户 209 间，损坏农
房 339 间；农作物成灾面积 3622.2 公顷，
农作物绝收面积 1497.11 公顷。

据初步统计，全县灾毁损失金额共约
3.8 亿元。

暴雨洪魔 难以承受之重

面对天灾，一个人力量有限，一个团
体的力量却不可估量。

此次防汛抗灾中， 不仅有政府的力
量，也有社会的力量。 全市公益救援队、
志愿者、群众等自发组织冲锋陷阵，守望
相助，演绎着人间大爱。

7 月 11 日起， 茶陵县犀城志愿者协
会联合思聪街道党员新时代志愿服务
队、 巾帼志愿者妇女联合会和思聪卫生
院，组织 50 多位志愿者一同前往思聪街
道左垅村，支援灾后重建工作。

7 月 13 日，广东、深圳、东莞、长沙
等异地茶陵商会发出抗洪救灾倡议，组

织茶陵在外企业家捐款支援家乡抗洪救
灾， 截止到 15 日已募集捐款 20 多万
元。

7 月 15 日上午， 茶陵县 2019 年建
筑企业志愿服务队抗洪救灾保畅通工
作启动仪式在茶陵县交通运输局举行。
28 家建筑企业奉献爱心，252 名志愿
者、116 台机械设备， 奔赴全县 18 个乡
镇、街道抗洪救灾一线，开展为期半个
月的路基边坡塌方应急抢险志愿救灾
活动。

暴雨来袭，生命至上。 汹涌的洣水河
水旁，是涌动全县的爱心援助：志愿者们

纷纷以爱的名义集结，不分昼夜、前赴后
继参与抢险救援；无私奉献、尽己所能帮
扶受灾群众；源源不断、慷慨解囊捐赠爱
心物资。

洪水已退，太阳升起，阳光依旧灿烂。
政府的救援力量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志愿
者是受灾地区群众的坚实后盾，人的善良
和互助就像是一条强有力的能量带，给予
茶陵人民重建家园的信心。

风雨已经过去，留下的是党员干部冲
锋一线的坚强脊梁，是各级各部门无坚不
摧的协同作战，是社会各界万众一心的守
望互助。

我们坚信，新家园会有的，新生活会
来的！

灾后自救 彰显“小城大爱”精神

大水裹挟泥沙而下，道路冲垮，护岸
塌陷，山塘出险，供水设施淹没……

7 月 8 日 18 时。 茶陵县防汛抗旱指
挥部内气氛紧张。 电子显示屏上一组组
数据显示：茶陵的汛情严峻！

随即，茶陵县委、县政府将防汛Ⅳ级
响应提升为Ⅲ级。 与此同时，该县减灾委
员会启动自然灾害救助Ⅲ级响应。 一场
与洪魔的鏖战拉开帷幕。

茶陵县各乡镇的受灾情况陆续上
报。 水利部、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工
作组深入茶陵县， 现场指导灾害防御工
作。 株洲市领导相继赶赴茶陵防汛抗洪
抢险一线，分析研判雨情水情灾情，指挥
部署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要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
首位。”7 月 9 日天刚放亮，茶陵县委书记
彭新军就奔赴防汛抗灾第一线进行现场

督导调度。 他深入全县各个乡镇，实地查
看当地灾情最为严重的地段， 一线督查
指挥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慰问一线救援
队员。 随后，又紧急组织召开全县防汛抗
灾救灾工作紧急会议， 就当前防汛工作
进行进一步安排部署。

雨势异常猛烈，汛情就是命令。7月 9
日 17时， 龙头水库大坝外坡突现裂缝险
情。县委副书记、县长江小忠赶赴现场，查
探险情状况，开展应急处置，组织抢险。连
日来，她奔波在受灾乡镇和村组，察水位、
巡大堤、排隐患、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
指导抗洪救灾。

茶陵县在最短的时间内， 制订出一
套科学的防汛救灾方案，气象、水利、水
文部门强化会商研判，提高预报精度；应
急部门根据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实
时分析研判，发布联合预警信息；公安、

人武、消防等部门视汛情为令，全员迅速
进入战备状态； 全县各级各单位严格落
实值班带班制度， 密切加强雨情水情监
测，确保各类信息及时上传下达。 与此同
时，县委、县政府领导靠前指挥，分赴挂
点乡镇指导防汛工作，奋战在抗洪一线，
全力组织群众转移。

在综合分析汛情后， 茶陵县防汛抗
旱指挥部设置了综合协调、水情信息、灾
情统计、险情救援、后勤保障、宣传报道、
专家指导、督查督导等 9 个工作组，成立
部门应急分队、乡镇街道应急分队、消防
救援分队、公安巡防分队、民兵救援分队
5 个救援队伍，全员投入抗洪抢险。

紧急发布防汛公告，及时发布洪峰
预警公告， 全力动员群众安全转移，动
员危险低洼地带人员紧急疏散和转移
……夺取抗灾救灾阶段性胜利，“主心
骨”鼓起了茶陵人信心和决心，全县上
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抗灾
救灾。

科学部署 锻造抗洪“主心骨”

▲7 月 14 日晚，茶陵县火田镇中
心小学临时安置点， 受灾群众坐在一
起拉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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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饭吃得饱不？ ”
“伙食不错， 水、 住宿条件都还可

以！ ”
7 月 15 日晚餐时分， 笔者见到正在

火田镇中心小学临时安置点吃晚餐的赵
大妈，她面带笑容地表示，对政府统一提
供的晚餐很是满意。

赵大妈是火田镇红色农场三分场的
村民。7 月 9 日 17 时，位于火田镇贝水村
的龙头水库大坝背水坡右侧中部发生裂
缝险情。 危及红色农场三分场在内火田
镇及周边乡镇 13 个村庄的安全，村民们

亟待转移。
第一时间，县、乡、村三级党员干部、

公安、武警、民兵应急分队不惧艰险，不
顾个人安危转移群众；一街一巷地寻找，
一室一户地地毯式搜寻。 那些行动不便
的老人孩子， 他们干脆让其坐到了自己
肩头，或是将其抱在怀中前行。 在全体干
群的共同努力下，火田镇 6297 名村民全
部脱离险境，并被妥善安置。

7 月 9 日，茶陵洣江街道干部在洣瑶
社区巡查灾情时发现，80 多岁的刘三妹
老人独自居住在一栋破旧的老宅中，且

不听从儿女多次劝告，不愿转移。 但是，
值守的街道干部不愿放弃，终于在老宅房
顶坍塌前 3 个小时， 将刘三妹老人成功
劝离。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这是党的嘱
托也是群众的期许。 自发生汛情以来，茶
陵县委、县政府严格落实市委要求，取消
全县机关干部周末休息， 并派出 1000余
名县乡村干部坚守一线、积极投入除险避
险工作。

一场严峻的考验，一场特殊的战争。
受灾群众安全转移的绝地反击，彰显的是
共产党员的神圣使命和庄严承诺，他们用
舍我其谁的担当与果敢，交出了大规模转
移群众而无一人伤亡的满分答卷！

安置群众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干部群众除险加固。

武警 、民兵 、村民等 ，采取
开挖导渗沟、块石压脚、泵车抽
水等措施， 对火田镇龙头水库
进行除险加固。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 与洪魔斗法
的战役。

7 月 9 日， 茶陵县火田镇，206.27 米
水位有着 560 万立方米蓄水量的龙头水
库，主坝出现裂缝险情，危及下游数千村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7 月 10 日，舲舫乡河坞村，暴雨引发
的山洪将村主干道的涵洞桥冲垮了，近
50 米的缺口将村民唯一的出行道路截
断；

7 月 10 日，湖口镇文泰村，受地势影
响，肆虐的洪水将全村的主干道淹没，曾
经的良田也变成了一片汪洋……

“不要急，不要怕，我们马上到你们

身边了。 ”从 7 月 7 日 18 时 30 分起，茶
陵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救援电话就一刻
也没有停过。 面对险情，该县干群挺身而
出、冲锋在前，发挥了坚强的堡垒作用。

22 岁的武警退伍军人何文建， 为了
劝离处于危险区域的村民， 踏空跌进了
水渠，被卷入水下暗流险些丧命。

位于湖口镇顾母村水库， 库堤发生
坍塌险情。 湖口中心派出所立即组织全
体民、辅警携带铁锹、编织袋等救援工具
火速驰援，连夜冒雨抢修，加固堤坝，同
时安排驻村辅警连夜挨家挨户通知村民
撤离，防止发生意外。

为了确保龙头水库排水泵正常运

转，34 岁的贝水村治保主任段建平，一刻
不离坚守大坝整整 5 天。 为了排除水泵
故障， 他每天泡在洪水里长达五六个小
时。

“把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抗
洪抢险的首要任务。 ” 在防汛救灾前线，
县委书记彭新军的话掷地有声。

哪里有险情， 哪里就有抗洪救援队，
在一幕幕夜战暴雨的场景里，在一支支冲
锋在前的队伍里，有乡镇干部、有派出所
民警辅警、有武警官兵、有民兵战士，他们
踏入洪水中坚决前行的背影，生动诠释着
人民至上的理念。

截至 7 月 13 日，茶陵县调动各级党
政干部 1000 余人开展群众转移工作，紧
急转移安置人口 7799 人，其中集中安置
人口 526 人，分散安置人口 7273 人。

闻“汛”而动 筑起抗洪“战斗堡垒”

▲7 月 9 日， 茶陵县龙头水库主坝出现裂
缝险情，抢险人员正在开挖导渗沟排险。


